
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书
　

( 2022 年度)
　

一、项目基本情况
　

 

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制

奖励类别： 技术开发类 成果登记号: 6912022Y2550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富水软弱围岩大断面隧道施工关键技术

公布名
（专用项目

）

富水软弱围岩大断面隧道施工关键技术

主要完成人 陈耀华，郭瑞，王寅，郭朋超，李继光，刘海松，姚旺峰

主要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是否国家秘密技术项目 否

项目密级 非密 定密日期

保密期限(年) 定密机构(盖章)

学科分类

名称

1 隧道工程 代码 5604533

2 代码

3 代码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公路工程建筑

所属陕西省重点发展领域 交通运输业

任务来源 自选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富水软弱围岩大断面隧道施工关键技术,YF1802SD02B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
（2020）中铁建科评字212号

授权发明专利（项） 2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6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  2017年11月6日 完成：  201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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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单位意见
 （适用于单位提名）

 

提名者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19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联 系 人 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联系电话 13659147737

电子邮箱 sceas@vip.163.com 传　　真 029-87284808

提名意见：
该项目通过理论分析、模型试验、数值模拟、设备开发、工程应用和工程实测等，对建造的关键技术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以下研究成果：
（1）提出了以中D76 高强螺纹管棚为主的软弱围岩隧道超前支护技术，形成了D76 高强螺纹管棚施工方
法及工艺，解决了掌子面稳定性控制难题。
（2）提出了基于管棚支护的软弱围岩隧道两台阶开挖方法、φ51自进式锚杆锁脚及工字钢纵向连接技术
，保证了隧道施工稳定。
（3）揭示了隧道碎屑流形成机理，提出了超前泄水、帷幕注浆、初支加强等综合施工技术，有效控制了
隧道施工突泥突水风险。
该成果成功应用于兴延高速公路石峡隧道，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
中碎屑流地层隧道施工风险控制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研究期间共发表论文2篇；授权发明专利2项，实
用新型专利6项；获得省部级工法1项；
该项目紧密结合工程实际，坚持在工程中验证，在兴延高速公路中采用超前泄水、帷幕注浆、初支加强等
综合施工技术，总结归纳出该成果后，成果在兴延高速、仁沐新高速公路等工程中应用，为软弱围岩隧道
建设提供了技术保障，其理论和实践意义重大。
经审查，该成果申报材料齐全，人员排序无异议，符合申报要求。
同意提名2022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声明：本单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
，所提供的提名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调查处理。如有材料虚假或违
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法人代表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提名项目奖励等级意向（由项目组填写）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

　　说明：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二、三等奖项目，实行按等级标准提名、独立评审表决的机制。提名单
者应严格依据省科学技术奖的标准条件，说明提名项目的贡献程度及等级建议。“提名一等奖”评审落选
项目不再降格参评二等奖，“提名二等奖”的评审落选项目不再降格参评三等奖。项目组与提名单位沟通
后，做出提名等级意见；提名项目正式提交后，提名等级建议不得变更。请在相应栏打“√”进行选择
，并由第一完成人签字确认。
       软科学标准计量科普类项目请勾选“二等奖”或者“三等奖”。

　　第一完成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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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简介

新建北京兴延高速公路第六标段石峡隧道工程为工期控制性工程，左线长

5746m，右线 5877m，建成后将成为北京地区最长的公路隧道。隧道穿越区工程地

质条件与水文地质条件非常复杂。隧道穿越区工程地质条件与水文地质条件非常

复杂。沿线构造主要表现为断裂发育，同时侵入岩脉体的侵入活动对其周边岩体

的影响也较大，许多沿既有断裂构造发育。地下水主要赋存于基岩风化裂隙、构

造裂隙中，岩体的导水性主要受岩体裂隙发育程度影响，地下水的空间分布不均，

多呈条带状分布，完整~较完整岩体中导水性相对较差～中等，对于破碎、极破岩

体的导水裂隙网络发育，导水性好。隧道掘进期间,发生多次塌方，软岩大变形,

部分钢拱架扭曲、断裂、侵限、换拱，围岩涌水、涌泥等情况，施工安全风险高。

为此，在充分认识地质及山体条件、隧道结构以及目前存在的一系列难题等不利

因素及影响后，经过全体施工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研究出了“富水软弱

围岩大断面隧道施工关键技术”并在本工程中成功应用取得以下创新性成果：

1.提出了以中 D76 高强螺纹管棚为主的软弱围岩隧道超前支护技术，形成了

D76 高强螺纹管棚施工方法及工艺，解决了掌子面稳定性控制难题。

2.提出了基于管棚支护的软弱围岩隧道两台阶开挖方法、φ51自进式锚杆锁脚

及工字钢纵向连接技术，保证了隧道施工稳定。

3.揭示了隧道碎屑流形成机理，提出了超前泄水、帷幕注浆、初支加强等综合

施工技术，有效控制了隧道施工突泥突水风险。

研究期间共发表论文 2篇，申请专利 10 项，其中已授权发明专利 2项，实用

新型专利 8项；获得省部级工法 1项。

应用推广及效益情况：

项目研究成果对同类铁路、公路软弱围岩隧道工程的施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兴延高速公路项目研究出的基于超前自进式管棚+T51锁脚锚杆+工字钢纵向连接的

安全快速通过—“富水软弱围岩段的两台阶开挖技术以及涌水碎屑流突泥突水防治

技术”，通过大量的科技研发和工程试验，形成的研究成果在仁沐新高速公路等工程

中进行了推广应用，得到了应用单位认可和高度评价。本项目成果提升了隧道施工

安全，供科学有效的碎裂岩体治理措施与隧道施工控制技术，保障了良好的作业秩

序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推动了施工技术进步，为富水软弱围岩大断面隧道施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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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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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

创新点一：提出了以中 D76 高强螺纹管棚为主的软弱围岩隧道超前支护

技术，形成了 D76 高强螺纹管棚施工方法及工艺，解决了掌子面稳定性控制

难题。

学科分类：隧道工程（5604533）

旁证材料：

发 明 专利 ： 穿 越断 层 破 碎带 的 富 水软 弱 围 岩 隧道 施 工 方法

+ZL201911258593.0，见附件 1-1-1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隧道双拼式挑顶施工结构+ZL201922179317.7，见附

件 2-2-2

实用新型专利：富水软弱围岩隧道初期支护用钢拱架支撑结构

+ZL201922206744.X，见附件 2-2-4

实用新型专利：穿越断层破碎带的富水软弱围岩隧道初期支护结构

+ZL201922204692.2,见附件 2-2-1

评审证书：（2020）中铁建科评字 212 号《科技成果评审证书》，见附件

2-2-8

科技查新报告：(编号：201936000L340053)；见附件 2-2-7

创新点描述：自进式小管棚是一种在保留地层适应性强、棚架整体性好、

支护刚度大、支护距离长等特点的同时，克服了塌孔、堵孔现象，并且集钻

孔、安装、注架和支护一体化的新型长管棚。D76 型自进式小管棚的主体材

料主要为高强度、高刚度的全螺纹厚壁钢管。其结构组成主要包括三部分：

高强度螺纹钢管、高强度连接套管及高强度带孔合金钻头。自进式管棚的主

要施工工艺如下：

（1）搭建钻机工作平台

于掌子面前方回填弃渣并垫高，碾压密实并使平整，铺设形成钻机工作

平台。

（2）器械准备与调试

将钻机支撑于平台上，为稳固钻机，必要时铺设枕木，用以防止钻进过

程中钻机发生不均匀下沉、摆动、位移等影响钻孔质量，调整注浆机的工作

状态，使得注浆机注浆接头在 D76 型自进式管棚钻进时能够快速对接至 C6 钻

机进行注浆。

（3）管棚钻进

钻孔由高孔向低孔依次进行，钻进过程由测量人员实时监测，控制钻进

精度。钻进过程同时注浆，每节螺纹钢管钻进完成时停泵，工作人员续接连

接套管并将下节螺纹管固定于 C6 钻机，钻机调整，进入下一节螺纹钢管的钻

进并继续完成注浆，依次施工，直至当下的钻进孔的管棚全部完成。再次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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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钻机位置，进入下一孔钻进。

（4）终孔、二次注浆

为了取得更好的注浆效果，充分发挥“棚架体系”的支护能力，当

各孔螺纹钢管全部钻进完成后，使注浆接头与已施作好的自进式管棚的钢管

依次对接，进行二次高压注浆。图 1钻孔工作图、图 2终孔二次注浆图。

（5）器械撤离与平台拆除

终孔二次注浆的完成的标志着管棚的主体施作过程完成，撤离相关机械

器材。将施作工作平台所用的渣土运输出洞，隧道开挖掘进。自进式管棚的

支护效果如图 3所示。由开挖后掌子面揭示的围岩与支护来看，自进式管棚

获得了良好的施工施作并取得了良好的支护效果。

创新点二：提出了基于管棚支护的软弱围岩隧道两台阶开挖方法、φ51
自进式锚杆锁脚及工字钢纵向连接技术，保证了隧道施工稳定。

学科分类：隧道工程（5604533）

旁证材料：

发明专利：穿越断层破碎带的富水软岩隧道稳定性控制施工方法

+ZL201911257683.8，见附件 1-1-2

实用新型专利：穿越断层破碎带的富水软弱围岩隧道开挖施工结构

+ZL201922207017.5，见附件 2-2-3

评审证书：（2020）中铁建科评字 212 号《科技成果评审证书》，见附件

2-2-8

科技查新报告：(编号：201936000L340053)；见附件 2-2-7

创新点描述：基于超前支护开挖技术的研究，通过对锁脚锚杆拱脚稳定

技术、纵向连接加强技术的进一步探讨及现场监测数据分析。提出了基于管

棚支护的软弱围岩隧道两台阶开挖方法、Φ51 自进式锚杆锁脚及工字钢纵向

连接技术，保证了隧道施工稳定。节约了成本，减少了施工周期，对石峡隧

道的如期贯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基于管棚支护的软弱围岩隧道两台阶开挖方法

变“三台阶”为“两台阶”开挖方法(如图 3)，即上台阶开挖、上台阶

初期支护、下台阶以及仰拱开挖，初支封闭。自进式注浆钻进锚杆具有可靠、

高效、施工方便的特点，是一种将钻进、安装、注浆、锚固等施工步骤合而

为一的锚杆。针对各种不同的现场施工条件、工程地质条件和设计使用要求。

在软弱围岩段施工将纵向连接筋改为 I20b 工字钢，以加强纵向约束，防止初

支纵向变形过大倾倒，形成更可靠的整体受力结构，对控制软弱围岩变形起

到较好效果。基于超前支护两台阶开挖法的施工顺序说明：(1)先施作超前管

棚；(2)开挖上部台阶；(3)初期支护上部台阶；(4)开挖下部台阶；(5)初期

支护下部台阶；(6)对全断面二次衬砌。

6

202
2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图两 3 台阶法开挖施工步序示意图

（2）Φ51 自进式锚杆锁脚及工字钢纵向连接技术

自钻式注浆钻进锚杆的安装工艺同凿岩钻孔相似，非常简便，非预应力

锚杆的安装有下列步骤：

（1）检查锚杆体和相关配件以及凿岩注浆机械是否正常。（2）确定开孔位

置和开孔角度。（3）连接凿岩设备和锚杆配件。（4）开动凿岩机钻进锚杆，

若需要接长，用锚杆连接套接长锚杆再钻进，直至锚杆设计深度。（5）用高

压水或压缩空气清孔。（6）用快速注浆接头连接锚杆和注浆管，开动注浆泵

注浆。（7）安装止浆塞、垫板和螺母。（8）待注浆材料达到设计强度，拧

紧螺母施加应力。纵向连接初始设计如图 5（所示，内外缘布设直径为 22mm

的纵向连接钢筋。为了增加初支强度，增强初支的三维约束能力，石峡隧道

破碎围岩段将纵向连接筋改为 I25b 工字钢如图 5（b）），以加强纵向约束，

防止初支纵向变形过大倾倒，增强支护。

创新点三：揭示了隧道碎屑流形成机理，提出了超前泄水、帷幕注浆、

初支加强等综合施工技术，有效控制了隧道施工突泥突水风险。

学科分类：隧道工程（5604533）

旁证材料：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碎屑流地层大断面隧道突水突泥治理结构

+ZL201922204694.1，

涌水涌泥隧道帷幕注浆结构+ZL201821958794.2，见附件 2-2-5

评审证书：（2020）中铁建科评字 212 号《科技成果评审证书》，见附件

图 5（b）纵向连接加强后 （a）纵向连接未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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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科技查新报告：(编号：201936000L340053)；见附件 2-2-7

省级工法：水碎屑流地层隧道突泥施工工法+陕建发【2019】1268 号，

见附件 2-2-6

创新点描述：针对涌水碎屑流地层，结合工程实践，对隧道前方土体涌

水突泥段进行围堵、引排，对后方初支变形段进行小导管径向注浆加固及临

时仰拱加固，在初支加固完成后采用前进式分段超前注浆和后退式注浆相结

合进行止水和加固。首次对涌水碎屑流地层隧道突泥突水处治技术进行了深

入研究，揭示了隧道碎屑流形成机理，提出了超前泄水、帷幕注浆、初支加

强等综合施工技术，有效控制了隧道施工突泥突水风险。减少了窝工损失，

节约了成本，避免了浪费。

（1）对岩体进行超前预报

通过对异常体的位置、形状、大小、走向，并结合区域地质资料、跟踪

观测地质资料等可以确定隧道前方及周围区域地质构造的位置和特性。如图

6、图 7所示。

图 6管棚超前钻探钻孔图像 图 7 超前地质预报侧面图

（2）采用沙袋对涌泥处封堵

采用沙袋对涌泥处封堵(如图 8），对回填渣体 C25 喷射混凝土封闭，形

成有效壳体防护。

（3）引排处理

对掌子面及侧边墙股状流水，采取盲管引排处理（如图 9），减小水流

汇集造成的初支沉降、开裂、变形。

图 8沙袋封堵掌子面 图 9 盲管引排打设Φ108 排水钢导管

（4）拱脚处打设 76 管棚（间距 60cm 长度 6-9m）并注双液浆固结拱脚

松散围岩以增强拱脚稳定性，同时对后方初支采取小导管径向注浆及施作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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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仰拱的措施进行加强，可有效控制初支沉降变形。

（5）富水、夹泥断层段采用洞周帷幕注浆对掌子面前方土体加固。洞身

范围上半部分可采用帷幕注浆稳固掌子面，下半部分设排水管引排前方地下

水。洞周帷幕注浆加固总体方案为：掌子面施作止浆墙（厚 2m），本循环注

浆设计加固长度 30m（根据现场探孔进行调整），注浆加固范围为开挖轮廓

线外 5m，周边至拱脚，掌子面至拱顶以下 8.5m，设计钻孔 53 个，其中 30m

断面布设 39 孔，17m 断面布设 14 个，扩散半径 2.0 米，管棚孔 40 个；施工

顺序：先施做左洞左导洞注浆孔及管棚，待左导洞全部施做完在施做右导洞

注浆孔及管棚。注浆材料：P.O42.5 普通硅酸盐水泥、水玻璃双液浆为主，

普通硅酸盐水泥单液浆为辅，普通硅酸盐水泥单液浆配比为（0.8-1.0）：1.0，

普通硅酸盐水泥、水玻璃浆液配比为 1：1（体积比）；注浆顺序及参数：注

浆顺序按照先周边后中间，先浅孔后深孔的顺序，跳孔作业，根据水量大小

确定分段长度，分段长度原则为：在钻孔过程中无塌孔及水量在 0-10m3 时分

段长度为 10m，轻微塌孔及水量在 10-30m3/h 时分段长度为 5m，塌孔严重及

水量在>30m3/h 时立即停止钻进实施注浆，注浆结束压力 3-5MPa；大管棚施

作：使用Φ108mm*6mm 无缝钢管、孔间距 40cm，布设 40 根。钻孔注浆工艺流

程及施工如图 10～图 11 所示。

图 10 钻孔注浆开孔示意图 图 11 钻孔注浆纵剖面图

结论：针对富水软弱围岩大断面隧道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地质多样性、复杂性、

不确定性及隐蔽性特征，经研究提出了以Φ76 高强螺纹管棚为主的软弱围岩

隧道超前支护技术，解决了掌子面稳定性控制难题。提出了基于管棚支护的

软弱围岩隧道两台阶开挖方法、Φ51自进式锚杆锁脚及工字钢纵向连接技术，

保证了隧道施工稳定。揭示了隧道碎屑流形成机理，提出了超前泄水、帷幕

注浆、初支加强等综合施工技术，有效控制了隧道施工突泥突水风险。总结

形成了一整套从风险识别、决策管理、技术方案、安全措施四个方面组成的

综合风险管理体系及技术研究成果，并在北京世园会与冬奥会配套工程兴延

高速公路石峡隧道施工中成功应用，为今后同类型的隧道施工提供技术支持

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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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局限性

超前地质预报数据仍需要多名有经验的专家进行分析，判断是否存在碎屑流地

层，从而确定进行下一步的施工。需一定的时间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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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1、富水软弱围岩大断面隧道施工关键技术 2019年 5月 30日委托“教育部科技查新工

作站（L34）”对成果关键技术进行国内外查新，报告编号：201936000L340053，查新结

果：依托兴延高速公路石峡公路隧道，通过资料调研、数值模拟、现场监测等方法对富水

软弱围岩大断面隧道超前支护技术、软弱围岩大断面隧道施工稳定性技术、涌水碎屑流地

层隧道施工技术进行研究。尚未见与该查新项目关键技术特点相同的文献报道。

2、2022年 4月 28日，经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评审，该技术达到国际领先进平。评

审证书号编号：（2020）中铁建科评字 212号。评审结果如下：

1、课题组提交的资料齐全，数据翔实，符合科技成果评审要求。2、本项目依托北京

世园会与冬奥会配套工程兴延高速公路石峡隧道，针对隧道侵入岩脉、断裂破碎带及影响

带、涌水碎屑流等特点，

开展复杂地质下三车道公路隧道施工技术研究，取得如下成果∶

（1）提出了以中 76 高强螺纹管棚为主的软弱围岩隧道超前支护技术，形成了中 76

高强螺纹管棚施工方法及工艺，解决了掌子面稳定性控制难题。

（2）提出了基于管棚支护的软弱围岩隧道两台阶开挖方法、中 51自进式锚杆锁脚及

工字钢纵向连接技术，保证了隧道施工稳定。

（3）揭示了隧道碎屑流形成机理，提出了超前泄水、惟幕注浆、初支加强等综合施工

技术，有效控制了隧道施工突泥突水风险。

该成果成功应用于兴延高速公路石峡隧道，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总体技术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碎屑流地层隧道施工风险控制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同意通过评

审。

3、业主等单位对该项目取得成果的评价

（1）兴延石峡隧道进口工程地质条件与水文地质条件非常复杂。施工期间受不良地质

及周边环境因素影响，穿越较大断层破碎带 7处，突发涌水涌泥 6次，隧道勘测断裂破碎

带多达 32条（进口 7条），实际开挖揭示进口断层多达 35 条，发育较多侵入岩脉及低阻

异常带（5处），围岩复杂多变极为破碎松散，蚀变泥化，伴有大量裂隙水，自稳能力极

差。受断层带、低阻异常带、裂隙水等影响，隧道掘进期间，发生多次塌方，软岩大变形，

部分钢拱架扭曲、断裂、侵限、换拱，围岩涌水、涌泥等情况。在充分认识地质及山体条

件、隧道结构以及目前存在的一系列难题等不利因素及影响后，经过全体施工人员和科研

人员的共同努力，研究出了基于超前自进式管棚+T51 锁脚锚杆+工字钢纵向连接的安全快

速通过一"富水软弱围岩段的两台阶开挖技术以及涌水碎屑流突泥突水防治技术"并在本工

程中成功应用。

2017年 11月至 2018年 12月对该技术进行了应用和验证，效果极为显著。研究成果

11

202
2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既保证了人员与设备的安全，保证了碎裂岩体中出现大涌水且突发大变形条件下的施工安

全。为保障建设工作和社会活动的正常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科学有效的碎裂岩体

治理措施与隧道施工控制技术，确保隧道工程的质量及安全，保障了良好的作业秩序和良

好的社会环境，推动了施工技术进步，为富水软弱围岩大断面隧道施工提供了成功经验。

为同类工程的施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具有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价值。

（2）四川仁沐新高速公路施工 LJ19标安家山隧道，隧道洞身段主要为粉砂质泥岩夹

砂岩，泥岩遇水软化。洞身岩层产状平缓，隧洞主要沿粉砂质泥岩与覆砂岩接触面附近穿

行，岩体较完整，但层间结合较差，拱顶易发生掉块，侧壁相对稳定，应加强支护，地下

水较发育，以淋雨状为主，部分集中成大股状，风险系数高。

针对本项目实际情况，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应用《富水软

弱围岩大断面隧道施工关键技术》成功地解决了隧道涌水、粉砂质泥岩夹砂岩以及泥岩遇

水软化不良地层施工难题。顺利地完成了施工任务。提高了施工效率，控制了施工风险，

节约了施工成本，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及环保效益。安全、质量等各项技术性能指标

达到预期效果。

实践证明，该成果具有推广应用价值，为同类工程的施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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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情况和效益
1．应用情况

施工单位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在兴延高速公路工程施工中，

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了科技攻关，制定了可行的施工技术方案，在石峡隧

道等施工中，成功地解决了隧道涌水、粉砂质泥岩夹砂岩以及泥岩遇水软化不

良地层施工难题。顺利地完成了施工任务。提高了施工效率，控制了施工风险，

节约了施工成本，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及环保效益。安全、质量等各项技

术性能指标达到预期效果，也达到了过程中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对施工稳定性

及安全施工的要求。

该成果在兴延高速公路、仁沐新高速公路项目施工中得到了成功应用，保

证了富水软弱围岩隧道施工的顺利实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其施工技术在国

内外同领域中有着指导作用，也为今后同类型顶升工程的实施提供了丰富的经

验和技术储备，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序

号

应用单位名称 应用的技术 应用对象及规模 应用起止时间 单 位 联

系 人 /电

话

1 北京兴延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自进式管棚

+T51 锁脚锚

杆+工字钢纵

向连接的安

全快速通过

—“富水软弱

围岩段的两

台阶开挖技

术以及涌水

碎屑流突泥

突水防治技

术”

新建兴延高速公

路位于京藏高速

公路以西，呈南北

走向，南起西北六

环路双横立交，北

至京藏高速营城

子立交收费站以

北，线路主要途经

昌平区、延庆县。

是北京市第一个

PPP模式新建高

速公路项目，也是

2019年世园会、

2022年冬奥运重

要交通基础设施

保障项目。石峡隧

道是全线的重难

点控制性工程，左

线长 5746m，右线

5877m，建成后将

成为北京地区最

长的公路隧道。

2017 年 11 月

-2018 年 12 月

郭 辉

/1863225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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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川仁沐新高

速公路有限责

任公司

自 进 式

管棚+T51 锁

脚锚杆+工字

钢纵向连接

的安全快速

通过—“富水

软弱围岩段

的两台阶开

挖技术以及

涌水碎屑流

突泥突水防

治技术”

仁沐新高速公路

全线软弱围岩隧

道，安家山隧道

等，四川仁沐新高

速公路施工 LJ19

标安家山隧道，安

家山隧道左线起

止里 LZK10+015～

LZK11+050，全长

1035m，其中明洞

27m，Ⅴ级围岩

313m，Ⅳ级围岩

695m。安家山隧道

右线起止里程

LK10+025-LK11+0

85，全长 1060m，

其中明洞 20m，Ⅴ

级围岩 355m，Ⅳ级

围岩 685m。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8 月

张 志 斌

/1361800

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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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

新建兴延高速公路石峡隧道进口工程地质条件与水文地质条件非常复杂。沿线

构造主要表现为断裂发育，同时侵入岩脉体的侵入活动对其周边岩体的影响也较大，

许多沿既有断裂构造发育。地下水主要赋存于基岩风化裂隙、构造裂隙中，岩体的

导水性主要受岩体裂隙发育程度影响，地下水的空间分布不均，多呈条带状分布，

完整~较完整岩体中导水性相对较差～中等，对于破碎、极破碎岩体的导水裂隙网络

发育，导水性好。隧道掘进期间，发生多次塌方，软岩大变形，部分钢拱架扭曲、

断裂、侵限、换拱，围岩涌水、涌泥等情况，施工安全风险高。采用基于超前自进

式管棚+T51 锁脚锚杆+工字钢纵向连接技术，解决了富水软弱围岩及涌水碎屑流突

泥突水防治技术难题。总结形成了一整套技术成果并在石峡隧道成功应用。降低了

成本，施工工期节点大大提前，保证了隧道施工安全，经济效益显著。经财务部门

核算∶节约材料费 295.98 万元，人工费 160 万元，工期提前 36 天节约成本 300 万

元，共计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755.98 万元。

（2）社会效益证明

在充分研究碎裂围岩、大涌水、大断层、软岩大断面以及其施工条件的等基础

上，同时在石峡隧道进口施工过程中，经过全体施工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

研究出了基于超前自进式管棚+T51 锁脚锚杆+工字钢纵向连接的安全快速通过富水

软弱围岩段的两台阶开挖技术以及涌水碎屑流突泥突水防治技术并在本工程中成功

应 用。在 2017～2018 年对成果进行了应用和验证，效果极为显著。研究成果既保

证了人员与设备的安全，特别是保证了碎裂岩体中出现大涌水且突发大变形条件下

的施工安全。研究成果为保障建设工作和社会活动的正常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提

供科学有效的碎裂岩体治理措施与隧道施工控制技术，确保隧道工程的质量及安全，

保障了良好的作业秩序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推动了施工技术进步，为富水软弱围岩

大断面隧道施工提供了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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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览表

应用单位名

称

产生效

益

（万元）

应用开始

时间

应用结束时

间

应用单位联

系人

电话

北京兴延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755.98 2017.11 2018.12 郭辉 18632252

500

四川仁沐新高速

公路有限责任公

司

790.0 2018.05 2019.08 张志斌 1361800

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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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限10条）
  

  

序号
知识产权

类别
知识产权
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1 发明专利

穿越断层破碎
带的富水软弱
围岩隧道施工
方法

中国 ZL201911
258593.0

2021年
09月03日 4654493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二工程有
限公司

郭瑞、刘
海松、王
寅、李继
光、惠树
民

2 发明专利

穿越断层破碎
带的富水软岩
隧道 稳定性
控制施工方法

中国 ZL201911
257683.8

2021年
09月03日 4790715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二工程有
限公司

刘海松、
王百忍、
宋凤报、
王群英
姜涵、焦
文忠

3 实用新型
专利

穿越断层破碎
带的富水软弱
围岩隧道初期
支护结构

中国 ZL201922
204692.2

2020年
07月24日 11051442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二工程有
限公司

王寅、刘
海松

4 实用新型
专利

穿越断层破碎
带的富水软弱
围岩隧道开挖
施工结构

中国 ZL201922
207017.5

2020年
07月21日 11047223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二工程有
限公司

王寅、刘
海松

5 实用新型
专利

一种隧道双拼
式挑顶施工结
构

中国 ZL201922
179317.7

2020年
08月14日 11240701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二工程有
限公司

马卫刚、
刘海松、
金波

6 实用新型
专利

富水软弱围岩
隧道初期支护
用钢拱架支撑
结构

中国 ZL201922
206744.X

2020年
07月24日 11056035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二工程有
限公司

李继光、
姜涵

7 实用新型
专利

实用新型一种
碎屑流地层大
断面隧道突水
突泥治理结构

中国 ZL201922
204694.1

2020年
07月24日 11053162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二工程有
限公司

郭瑞

8 实用新型
专利

涌水涌泥隧道
帷幕注浆结构 中国 ZL201821

958794.2
2019年
07月16日 9096774

中铁二十
局集团第
二工程有
限公司

姚旺锋、
王群英

　　承诺：上述知识产权无争议且为本项目独有，未曾在往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项目、往年其他省部级
（政府）科学技术奖励项目和本年度其他陕西省科学技术奖提名项目中作为支撑材料出现。用于提名陕西
省科学技术奖的情况，已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的权利人（专利指发明人）的同意
，有关知情证明材料均存档备查。

　　　　　　　　　　　　　　　　　　　　　　　　　　　第一完成人签名：

17

202
2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陈耀华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4年08月04日 出  生  地 河北省邯郸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30103197408040037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中国地质大学 毕业时间 2019年06月30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221338945@qq.com 办公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8802288881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8号慧科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中铁二十局集团
第二工程有限公

二级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7年11月06日　至 2018年12月30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技术方案审批，提出了基于管棚支护的软弱围岩隧道两台阶开挖方法、φ51自进式锚杆锁脚及工字钢
纵向连接技术，保证了隧道施工稳定。（创新点2）。投入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75%，支撑材料，成果评
审证书（2020）中铁建科评字212号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参与研究的《中粗砂地层盾构小半径曲线下穿老旧建筑物群施工技术研究》获陕西省建设工程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18

202
2年
度提
名书
正式
版



   

姓　　名 郭瑞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2019年09月18日 出  生  地 陕西省西安市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42011119740918551X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正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北京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21年09月07日 所学专业 工商管理

电子邮箱 498977542@qq.com 办公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5095508333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8号慧科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中铁二十局集团
第二工程有限公

二级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22年07月21日　至 2022年08月03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主持课题全面工作。提出了以中D76 高强螺纹管棚为主的软弱围岩隧道超前支护技术，形成了D76 高强螺
纹管棚施工方法及工艺，解决了掌子面稳定性控制难题。（创新点1）。投入项目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80%。支撑材料，实用专利，一种碎屑流地层大断面隧道突水突泥治理结构,ZL201922204694.1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参与研究《兰渝铁路杨家湾黄河特大桥浮运平台双壁钢围堰施工技术》获2011年中铁建股份公司科技成果二等
奖；获2012年中国施工企业协会科学技术奖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获2012年甘肃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戈壁
风区条件下高速铁路双线48m节段箱梁预制拼装技术》获2012年度中国铁道学会铁道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桥
梁深水基础浮运平台双壁钢围堰施工技术研究》获(2014～2015 年度)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第二届陕西省土木建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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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寅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2年09月17日 出  生  地 甘肃庆阳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502198209171215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中南大学 毕业时间 2013年06月30日 所学专业 工程管理

电子邮箱 9171215@qq.com 办公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8991699499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8号慧科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项目经理

二级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7年11月17日　至 2018年12月19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施工方案的审批，揭示了隧道碎屑流形成机理，提出了超前泄水、帷幕注浆、初支加强等综合施工技
术，有效控制了隧道施工突泥突水风险。（创新点3）投入项目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80%，支撑材料
，省级工法，涌水碎屑流地层隧道突泥施工工法SXSJGF2019-104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参与研究的《涌水碎屑流地层隧道突泥施工工法》获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省级工法。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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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郭朋超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3年07月14日 出  生  地 湖北黄冈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404196307141050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铁道兵工程学院 毕业时间 1983年07月19日 所学专业 隧道工程

电子邮箱 307141050@qq.com 办公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3571800361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8号慧科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科技部部员

二级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7年07月19日　至 2018年12月05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兴延项目科研技术方案的编制及现场实施，主要研究软弱围岩大断面隧道超前支护技术（创新点
1），负责现场推广应用。投入项目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100%，支撑材料，成果评审证书（2020）中铁
建科评字212号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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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李继光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5年08月25日 出  生  地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130103197508250015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西安交通大学 毕业时间 2011年07月20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389160120@qq.com 办公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3891007231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8号慧科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科技部部长

二级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7年07月11日　至 2018年07月27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负责技术方案的审批，参与软弱围岩大断面隧道施工稳定性控制技术
（创新点2），投入项目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80%。支撑材料，发明专利穿越断层破碎带的富水软弱围
岩隧道施工方法ZL201911257683.8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参与研究《土压平衡盾构穿越南水北调干渠掘进施工技术研究》获2020年度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进步
一等奖，参与研究《盾构法下穿南水北调干渠施工技术研究》获2021年度陕西省建设工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
奖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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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刘海松 性别 男 排　　名 6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5年09月15日 出  生  地 江苏宿迁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10502198509150256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大连理工大学 毕业时间 2017年07月20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9150256@qq.com 办公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8691375087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8号慧科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项目总工

二级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7年07月30日　至 2018年12月15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涌水碎屑流地层隧道突泥突水处治技术研究（创新点3），投入项目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100%。支撑材料，省级工法：涌水碎屑流地层隧道突泥施工工法SXSJGF2019-104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参与研究的《富水软弱围岩大断面隧道施工关键技术研究》获2020年度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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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姚旺峰 性别 男 排　　名 7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6年02月16日 出  生  地 陕西西安 民　　族 汉族

身份证号 622825198602160613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毕业学校 甘肃农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12年06月20日 所学专业 土木工程

电子邮箱 2160613@qq.com 办公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8700381235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8号慧科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工作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技术主管

二级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自 2017年07月20日　至 2018年12月13日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参与项目技术方案的审核，参与涌水碎屑流地层隧道突泥突水处治技术研究（创新点3）。支撑材料，实
用新型专利：涌水涌泥隧道帷幕注浆结构ZL2018219587942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
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陕西省密法》和《科学
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承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提名的唯一项目。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
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守国家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
，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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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陈耀华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10-88591101 邮政编码 100142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8号慧科大厦

联  系  人 刘晓松 单位电话 010-88591336 移动电话 15128389717

电子邮箱 2213389485@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科研工作总体单位，负责项目的组织和实施，最终从技术、安全、经济、工期等方面综合考虑，制定
适合本项目的施工方案。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1)提出了以076高强螺纹管棚为主的
软弱围岩隧道超前支护技术，形成了076高强螺纹管棚施工方法及工艺。(2)提出了基于管棚支护的软弱围
岩隧道两台阶开挖方法、051自进式锚杆锁脚及工字钢纵向连接技术，保证了隧道施工稳定。(3)揭示了隧
道碎屑流形成机理，提出了起前泄水、帷幕注浆、初支加强等综合施工技术，有效控制了隧道施工突泥突
水风险该成果成功应用于兴延高速公路石峡隧道，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其中碎肩流地层隧道施工风险控制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
处理。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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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雷位冰 所  在  地 陕西

单位性质 国有大中型企业 传　　真 029-82152888 邮政编码 710016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太华北路89号

联  系  人 王永丽 单位电话 029-82153600 移动电话 18006217913

电子邮箱 zt20-2bj@163.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本项目技术服务总负责单位，下发项目课题研宄计划并进行资金支持。成立集团公司项目课题管理小
组，组织专家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审批重大施工方案，对重要技术关键点进行把关研究，最终从技术、
安全、经济、工期等方面综合考虑，批准大跨度刚构连续梁施工专项方案。针对富水软弱围岩大断面隧道
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地质多样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及隐蔽性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与现场指导，确保隧道工
程的质量及安全，保障了良好的作业秩序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推动了施工技术进步，为富水软弱围岩大断
面隧道施工提供了成功经验。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方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密法
》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
处理。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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